
記錄

編號 
4321 

狀態 NC091FJU00198007 

助教

查核  

索書

號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物理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90326012  

研究

生

(中) 

林貞宏 

研究

生

(英) 

Chen-Hung Lin 

論文

名稱

(中) 

非球面與繞射面在透鏡設計上之應用 

論文

名稱

(英) 

The Application of Aspherical and Diffractive Surfaces to Lens Design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張弘 

指導

教授

(英) 

Horng Chang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

圖.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

期. 

 

檔案

說明  

電子

全文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91 

出版

年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

(中) 

非球面 繞射 透鏡設計 光學設計 光學設計軟體 

關鍵

字

(英) 

Aspherical Surface Diffractive Lens Design Optical Design Optical Design 

Software 

摘要

(中) 

由於非球面與繞射面在光學設計上之參數較一般球面透鏡多，因此在光

學系統設計之優化上有較大的空間，本研究由非球面透鏡與繞射透鏡之

光學成像特性為出發點，研究此二種透鏡對光學系統設計上做探討，並



對於現今對於光學系統體積之輕薄短小之要求有何助益。 在第貳章非球

面透鏡成像性質中，對於非球面透鏡的成像特性做介紹，並於該章第二

節與第三節做像差特質之研究。相同地，在第參章將繞射面依成像原理

與繞射面所產生的像差做探討。於本文第肆章介紹設計軟體與光學系統

設計之原理原則和方法並以簡單的單片或雙片系統作為設計範例。在第

伍章對於如何分析光學系統成像品質做介紹，並以運用第肆章的設計範

例做範例。在接下來的第陸章中，運用前面幾章所建立之原理原則架

構，運用設計軟體設計幾款應用產品。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目錄 目錄……………………………………………………I 圖表目

錄……………………………………………III 摘

要……………………………………………………1 第壹章、緒

論…………………………………………2 第貳章、折射透鏡成像性

質 ………………………3 第一節 折射透鏡成像特性 ……………………3 

第二節 單色像差 …………………………………5 第三節 色

差 ………………………………………7 第四節 非球面元件成像

特 ………………………9 第參章、繞射透鏡成像性

質 ………………………14 第一節 繞射面元件成像原理 …………………14 

第二節 繞射像差 ………………………………17 第三節 繞射色散特

性 …………………………20 第肆章、光學系統設

計 ……………………………21 第一節 光學設計軟體簡

介 ……………………21 第二節 單片與雙片球面透鏡設計 ……………24 

第三節 單片非球面透鏡設計 …………………32 第四節 雙片非球面透鏡設

計 …………………36 第五節 單片繞射元件設計 ……………………40 第

六節 折射繞射複合元件設計 ………………44 第伍章、設計結果分

析 ……………………………48 第一節 影像品質評估概

述………………………48 第二節 單片球面、非球面與繞射元件透鏡影像

品質…………………………………………51 第三節 雙片球面、非球面與

折射繞射複合透鏡影像品質………………………………………53 第四節 

製造可行性分析…………………………55 第陸章、系統設計應用範

例 ………………………57 第一節 PC Camera 鏡頭 ………………………57 

第柒章、結論 ………………………………………61 第捌章、未來展

望 …………………………………64 參考資

料 ……………………………………………66 附錄 A 有無考慮所有像差之

非球面透鏡比較 ...….A1 附錄 B 球面透鏡像點資料與非球面透鏡像點資

料..B1 附錄 C 折繞射複合型與傳統 CCTV 用透鏡比較……C1 附錄 D 有無

加入 Optical Low Pass Filter 的比較 …D1 圖目錄 圖一 Snell 定

律 ……………………………………………………3 圖二 縱向色

差 …………………………………………………….8 圖三 橫向色

差 …………………………………………………….8 圖四 (a)三維非球面示

意圖 ………………………………………10 (b)參考圓與非球面示意

圖 ………………………………...10 圖五 九種情況之像點



圖 …………………………………………12 圖六 Huygens 波動原

理 ………………………………………14 圖七 ZEMAX 系統參數視

窗 …………………………………..21 圖八 ZEMAX 材料選擇

表 ……………………………………..22 圖九 ZENAX 主視

窗 ……………………………………………22 圖十 ZEMAX 二維 Layout

圖 ………………………………….23 圖十一 ZEMAX MTF

圖 …………………………………………23 圖十二 單片球面透鏡設計幾何

圖 ………………………………..25 圖十三 單片球面透鏡設計像點

圖 ………………………………..25 圖十四 單片球面透鏡設計 MTF

圖 ………………………………25 圖十五 單片球面透鏡設計場曲與畸變像

差圖 …………………..26 圖十六 單片球面透鏡設計各波長之焦點

圖 ……………………..26 圖十七 單片球面透鏡設計各角度像點相對亮度

圖 ………………26 圖十八 雙片球面透鏡設計幾何

圖 ……………………………….29 圖十九 雙片球面透鏡設計像點

圖 ……………………………….29 圖二十 雙片球面透鏡設計 MTF

圖 ……………………………...29 圖二十一 雙片球面透鏡設計場曲與畸變

像差圖 ……………….30 圖二十二 雙片球面透鏡設計各波長之焦點

圖 ………………….30 圖二十三 雙片球面透鏡設計各角度像點相對亮度

圖 ………….30 圖二十四 單片非球面透鏡設計幾何

圖 …………………………33 圖二十五 單片非球面透鏡設計像點

圖 …………………………..33 圖二十六 單片非球面透鏡設計 MTF

圖 …………………………33 圖二十七 單片非球面透鏡設計場曲與畸變像

差圖 ……………..34 圖二十八 單片球面透鏡設計各波長之焦點

圖 …………………..34 圖二十九 單片球面透鏡設計各角度像點相對亮度

圖 …………..34 圖三十 雙片非球面透鏡設計幾何

圖 …………………………..37 圖三十一 雙片非球面透鏡設計像點

圖 …………………………..37 圖三十二 雙片非球面透鏡設計 MTF

圖 …………………………37 圖三十三 雙片非球面透鏡設計場曲與畸變像

差圖 ……………..38 圖三十四 雙片非球面透鏡設計各波長之焦點

圖 ………………..38 圖三十五 雙片非球面透鏡設計各角度像點相對亮度

圖 ………..38 圖三十六 單片繞射面透鏡設計幾何

圖 …………………………..41 圖三十七 單片繞射面透鏡設計像點

圖 …………………………..41 圖三十八 單片繞射面透鏡設計 MTF

圖 …………………………41 圖三十九 單片球面透鏡設計場曲與畸變像差

圖 …………………42 圖四十 單片球面透鏡設計各波長之焦點

圖 …………………..42 圖四十一 單片球面透鏡設計各角度像點相對亮度

圖 …………..42 圖四十二 單片繞射面表面相位

圖 ………………………………..43 圖四十三 雙片繞射面透鏡設計幾何

圖 …………………………45 圖四十四 雙片繞射面面透鏡設計像點

圖 ………………………..45 圖四十五 雙片繞射面透鏡設計 MTF

圖 ………………………….45 圖四十六 雙片繞射面透鏡設計場曲與畸變像

差圖 ………………46 圖四十七 雙片繞射面透鏡設計各波長之焦點

圖 …………………46 圖四十八 雙片繞射面透鏡設計各角度像點相對亮

度 ……………46 圖四十九 雙片繞射面表面相位



圖 ………………………………..47 圖五十 Airy disk 能量分布

圖 ……………….…………………..49 圖五十一 PC camera 透鏡配置幾何

圖 ……………………………58 圖五十二 PC camera 透鏡像點

圖 …………………………………58 圖五十三 PC camera 透鏡 MTF

圖 …………….………………….58 圖五十四 PC camera 透鏡場曲與畸變像

差圖 ….………………….59 圖五十五 PC camera 透鏡場曲各波長

圖 …………………………59 圖五十六 PC camera 透鏡各視角相對亮度

圖 ……………………59 圖五十七 PC camera 透鏡繞射面相位

圖 …………………………60 圖 A1 只控制球差優化結果之像點

圖 ……………………………A1 圖 A2 只控制球差優化結果之 MTF

圖 …………………………..A1 圖 A3 只控制球差優化結果之場曲與畸變像

差圖 ……………....A2 圖 A4 加入其它像差控制之像點

圖 ………………………………A2 圖 A5 加入其它像差控制之 MTF

圖 ……………………………..A3 圖 A6 加入其它像差控制之場曲與畸變像

差圖 …………………A3 圖 C1 CCTV Lens 幾何

圖 …………………………….…………..C1 圖 C2 CCTV Lens 像點

圖 …………………………………………C1 圖 C3 CCTV Lens MTF

圖 ………………………………………...C2 圖 C4 CCTV Lens 場曲與畸變像

差圖 ………………………...…C2 圖 C5 雙片複合透鏡幾何

圖 ………………………………………C3 圖 C6 雙片複合透鏡像點

圖 ………………………………………C3 圖 C7 雙片複合透鏡 MTF

圖 ……………………………………..C4 圖 C8 雙片複合透鏡場曲與畸變像

差圖 …………………………C4 圖 D1 無 OLPF 之幾何

圖 …………………………………………..D1 圖 D2 有 OLPF 之幾何

圖 …………………………………………..D1 圖 D3 無 OLPF 之像點

圖 …………………………………………...D1 圖 D4 有 OLPF 之像點

圖 …………………………………………..D1 圖 D5 無 OLPF 之 MTF

圖 …………………………………………D1 圖 D6 有 OLPF 之 MTF

圖 …………………………………………D1 圖 D7 無 OLPF 之

圖 ………………………………………………..D2 圖 D8 有 OLPF 之場曲與

畸變像差圖 ……………………………..D2 圖 D9 無 OLPF 之各波長焦點

圖 …………………………………..D2 圖 D10 有 OLPF 之各波長焦點

圖 …………………………………D2 圖 D11 無 OLPF 之相對亮度

圖 …………………………………….D2 圖 D12 有 OLPF 之相對亮度

圖 …………………………………….D2 表目錄 表一、非球面 Conic 

Constant k 與 Surface Type 對照表 …………9 表二 設計參數

表 …………………………………………………11 表三 折射透鏡與繞射透

鏡之特性比較 …………………………..20 表四 單片球面透鏡數計參數

表 …………………………………..24 表五 雙片球面透鏡設計參數

表 …………………………………..28 表六 單片非球面透鏡設計參數

表 ………………………………..32 表七 雙片非球面透鏡設計參數

表 ………………………………..36 表八 單片繞射面透鏡設計參數

表 ………………………………..40 表九 雙片繞射面透鏡設計參數

表 ………………………………..44 表十 PC Camera 透鏡設計參數



表 ………………………………...57  

參考

文獻 

參考資料 1.Sinclair, Douglas C., Image Forming Optics, Rochester: the Institute of 

Optics,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1982 New York USA, Chapter 1. 2.W. T. Welford, 

Aberrations of Optical Systems, Adam Hilger, 1986 Bristol U.K., p.106-108. 3. R. 

R. Shannon, The Art and Science of Optical Design, Cambridge Express 1999 

London U.K., p.165-170. 4.張 弘, 幾何光學, 初版二刷, 東華書局, 1994.3 台北 

台灣, p268-269. 5.R. E. Fischer, B. T. Galeb, Optical System Design, McGrawHill, 

2001 Auckland USA, p118-119. 6.R. R. Shannon, J. C. Wyant, Applied Optics and 

Optical Engineering, Academic Express, 1980, New York USA, p57-59. 7.張鳳林,

孫學珠, 工程光學, 初版三刷, 天津大學出版社, 1996.6 天津 中國. 8.J.W. 

Goodman, Introduction to Fourier Optics, 2nd ed. McGrawHill, 1996, Auckland 

USA, p34. 9.金國藩,嚴瑛白,烏敏賢等, 二元光學, 一版二刷 國防工業出版社 

1999.1 北京 中國 p88-92. 10.M. Born & E. wolf, Principle of Optics, 7th ed. 

Cambridge Express 1999 London U.K, Chapter 10. 11.Sweet W.C. Describing 

holographic and optical elements as lenses. J. Opt. Soc. Am., Vol.67, 803-808, 

(1977). 12.W. A. Kleinhans, Aberrations of curved zone plates and Fresnel lenses, 

Appl. Opt. Vol.16, No.6 1701-1704, (1977). 13.金國藩,嚴瑛白,烏敏賢等, 二元

光學, 一版二刷 國防工業出版社 1999.1 北京 中國 p182-186. 14.S. H. Lee, 

Diffractive and Miniaturized Optics, 1993, Critical Review of Opt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CR49, San Diego USA, p79. 15.M. Young, Zone Plates and Their 

Aberrations, JOSA, Vol.62, No.8 972-976 (1972). 16.E. Delano, Primary 

aberrations of Fresnel lenses, JOSA, Vol.64 No.4 459-468(1974). 17.胡家升, 光學

工程導論,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2002.8 大連 中國, p507-588. 18.W. J. Smith, 

Modern Optical Engineering 3rd ed. McGrawHill, 2001 Auckland USA, p365. 

19.F. A. Jenkins & H. E. White, Fundamentals of Optics, 4th ed. McGrawHill, 

2001 Auckland USA, p188-209. 20.J. Morgan, Introduction to Geometrical and 

Physical Optics, Huntington, N.Y.:R.E. Krieger, 1978, p126-154. 21.R. Kingslake, 

Optical systems Design, Adam Hilger, 1982 New York USA, p262-293. 22.R. S. 

Longhurst, Geometrical and Physical optics, 3rd ed. 1973 Longman London U.K., 

p17-51. 23.H. P. Herzig, MICRO-OPTICS Elements,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 

Taylor & Francis, 1997 London U.K.,p259-294. 24.B. Kress, P. Meyrueis, Digital 

Diffractive Optics An Introduction to Planar Diffractive Optics and Related 

Technology, John Wiley & Sons, 2000 New York USA, p17-49.  

論文

頁數 
88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